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四部分，第一部份為樣本描述性統計之陳述，各題項之次數

分配表分析，加上開放式問題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二部分是人口統計變項與獨特

性需求高低的關聯性分析；第三部分是獨特性需求心理層面的因素分析；第四部

分為獨特性需求集群分析，並描述個集群之差異以針對其作出行銷建議。 

第一節、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描述性統計 

表1.1：性別描述性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性 165 37.2 37.2 37.2 

女性 279 62.8 62.8 100.0 

總和 444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2：年齡描述性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0歲以下 348 78.4 78.4 78.4 

21到 30歲 31 7.0 7.0 85.4 

31到 40歲 15 3.4 3.4 88.7 

41到 50歲 8 1.8 1.8 90.5 

50歲以上 42 9.5 9.5 100.0 

總和 444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3：教育程度描述性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國中以下 23 5.2 5.2 5.2 

高、中職 21 4.7 4.7 9.9 

大專院校 319 71.8 71.8 81.8 

研究所以上 81 18.2 18.2 100.0 

總和 444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4：職業描述性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商 70 15.8 16.7 16.7 

公 11 2.5 2.6 19.3 

教 17 3.8 4.0 23.3 

軍 6 1.4 1.4 24.8 

工 17 3.8 4.0 28.8 

學生 257 57.9 61.2 90.0 

其它 42 9.5 10.0 100.0 

總和 420 94.6 100.0  

遺漏值 24 5.4   

總和 44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5：月可支配金額描述性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萬以下 148 33.3 35.3 35.3 

1-2萬 111 25.0 26.5 61.8 

2-3萬 63 14.2 15.0 76.8 

3-4萬 42 9.5 10.0 86.9 

4-5萬 21 4.7 5.0 91.9 

5萬以上 34 7.7 8.1 100.0 

總和 419 94.4 100.0  

遺漏值 25 5.6   

總和 44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以上次數分配表可看出樣本大致分配，共回收444份有效問卷。 



由於是網路問卷、便利抽樣，樣本分布不算很平均，大部分為年輕族群，及

大專院校之學生，但由於是測試獨特性需求的心理特性，過去國外文獻並未指出

年齡上會有區別，這是一個普遍存在個人心理的需求，只是表現的方式及程度不

一，而且若發現此族群對此需求較高的話，也可以針對此族群的看法提出行銷建

議。 

二、各題項次數分配表 

獨特性需求心理部分 

平均為中間偏高，依題項不同有些許差異，下述因素分析將分析個題項差異

與群組。 

獨特性需求行為部分 

各題間差異大，許多題項有一面倒的趨勢，可見有些行為是台灣人較不能接

受，或是較少從事的活動，因為在地文化的不同，某些規範及觀念上的差異，導

致行為量表各題間差異甚大。 

較多人在過去三個月有從事過的行為： 

題項 是 否 

3. 買衣服時，從不同的商店混合搭配一套衣服 393 51 
8. 看一本不是暢銷書的書 334 110 
10. 搭配一套混合不同時期不同款式的衣服 320 124 
11. 在專門店買東西或看郵寄目錄 309 135 
30. 穿可以明顯增進我身材特點的衣服 317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較少人在過去三個月有從事過的行為： 

題項 是 否 

1. 買有我的名字或縮寫在其上的商品 40 404 



23. 參加特殊社會團體的或特殊俱樂部的聚會 99 345 
24. 在社交場合或公共廠所穿著會嚇到大家的衣服 29 415 
26. 在我的社會群體中展示不合潮流的商品 64 380 
27. 買大家都知道我付不起的奢侈品 45 399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述可見，台灣獨特性需求表現方式仍是屬於較含蓄的，其中混搭衣服是較多

人鉤選的選項，展現自己的創意，較不耗費心神，又不會逾越社會規範，無怪乎

是多數人展現自我與眾不同的手法。然而，在較叛逆的在群體中展現不合潮流規

範，甚至嚇到大家的裝扮，便是較少人敢嘗試的。 

三、開放式問題分析 

開放式問題包括個人最珍愛的一樣東西及個人最常購買的服飾品牌，及其原

因。原因歸結來看： 

1. 較多人珍愛的東西是機能性的東西、紀念品、及個人自我表現的物品。 

表 1.6：珍愛物品品類 
 個數 

機能性 77 

紀念品 70 

禮品 10 

節慶用品 1 

個人自我表現 65 

其它 2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在品類方面分為科技類產品（電腦,手機,數位相機）、服飾(衣服、手錶、

包包、皮夾、首飾)、保養品、日記、相片等，可想而知，個人珍愛及用來表達

個人形象之商品多為具紀念意義及功能具儲存紀念意義之物品，但由於物品對個

人的意義不同，其實品類牽涉甚廣，可以作為各種產品針對獨特性訴求之參考。 



2. 在最喜歡的品牌方面，較多人喜愛的理由是因為個人自我表現，可見受試者

對個人表現方面重視度頗高。在其他的選項中，有許多人表示是因為品牌有名、

好看、價格合理、質感好、簡單大方等等與個人心理較無關的考量。 

表1.7：珍愛服飾品牌原因 
 個數 
滿足購物樂趣 44 
創新感覺 24 
追求流行 22 
個人自我表現 83 
其它 8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品牌方面，被提及最多的高價品牌為Burberry；中高價品牌為Banana 

Republic、 CK、 Mango、及 Polo（Ralph Lauren），低價品牌為Bossini及NET

較多被提及；在喜愛原因方面的開放式答案有人表示Banana Republic只有國外

有，在台灣穿較特殊，前述文獻中，獨特性需求高者到較遠處購物的傾向由此可

見。而Mango品牌方面，許多人表示其樣式多、進貨快速、幾乎兩週就有新品、

價位中等，因此喜歡去逛及購買，可見獨特性需求高者需要不斷創新的傾向。此

外，有一半的人表示不一定，喜歡自己搭配，相信自己眼光，好看就買等等，可

見得獨特性需求高者喜歡混搭衣服，不喜歡跟別人一樣或受品牌牽制的傾向，且

品牌忠誠度不甚高。 

 



第二節、人口統計變項與獨特性需求高低的關聯性分析 

本節將針對年齡、性別、月可支配金額與獨特性需求高低的關聯性分別加以

分析。 

一、年齡 

    年齡與獨特性需求高低形成一個極端，在樣本中，年紀輕及年紀大的人

獨特性需求較高，年紀輕的人可以理解，台灣漸漸受西方社會影響，個人主義漸

盛，根據文獻，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個我取向較明顯，獨特性需求也較高，傾向

表達自我，而非一味從眾。但在年長部分，可能是因為樣本較少，且是用滾雪球

抽樣，剛好都是獨特性需求較高的辣媽貴婦填的，因此分數較高。 

表2.1：年齡與獨特性需求高低分析 

AGE

5.004.003.002.001.00

獨
特
需
求 

的
平
均
數

46

44

42

40

38

36

3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2.12 

變異數分析

獨特需求

2982.457 4 745.6148.016 .000
39533.087425 93.019
42515.544429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性別 

在性別上，差異不大，女生略高一點，未達顯著，可見獨特性需求在男女間

並沒有差別，是普遍存在的需求。 

表2.2：性別與獨特性需求高低分析 

GENDER

2.001.00

獨
特
需
求 

的
平
均
數

44.2

44.0

43.8

43.6

43.4

43.2

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2.22 

變異數分析

獨特需求

.829 1 .829 .008 .927
42514.716428 99.333
42515.544429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月可支配金額 

月可支配金額較低的人獨特性需求較高，不過平均數差異不太大，未達顯

著，而月可支配金額低的人獨特性需求較高可能是因為其為年輕或是學生族群，

符合新世代個人主義高漲的說法，而月可支配金額高者剛好也是年紀較長者，與

年齡部分所述之辣媽是同一群人，因此，算是年長中獨特性需求高的代表。 

表2.3：月可支配金額對獨特性需求高低分析 

MONEY

6.005.004.003.002.001.00

獨
特
需
求 

的
平
均
數

44.5

44.0

43.5

43.0

42.5

42.0

41.5

41.0

4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2.32 

變異數分析

獨特需求

329.822 5 65.964 .665 .650
39872.881402 99.186
40202.703407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小結 

由以上可見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項對獨特性需求高低影響不大，除了年齡部

分的差異達顯著，其餘皆未達顯著；顯示較輕者獨特性需求較高，可能是因為新

世代個人主義高漲的關係，因此獨特性需求可以可以針對年青人做訴求；同時對

辣媽貴婦族群也是一個很好的誘因。 



第三節、獨特性需求因素分析 

此節將以：一、獨特性需求題目之巴氏球形檢定；二、因素萃取；三、因素

名稱加以說明之。 

一、巴氏球形檢定 

在實施因素分析之前必須確定生活型態各變數觀察值之間具有共變數。根據

黃俊英（1991）指出巴氏球形檢定法（Bartlett Test）即是用來確定進入因素分

析各變數觀察值間具有共變數。檢定結果顯示，巴氏球形檢定係數＝2597.106， 

p＜0.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各變數觀察值之間有共變數存在，故可以進行因素

分析。 

二、因素萃取 

因素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以較少的構面（demensions）來表示原先 

的資料結構，而又能保存住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份資料。因素分 

析的過程有三個步驟(一)抽取共同因素：本研究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來抽取因素。（二）旋轉方法：用『最大變異 

法』(varimax rotation)進行轉軸處理。（三）決定共同因素 

 

 

 



表3.2：因素分析 

共同性

1.000 .483
1.000 .633
1.000 .604
1.000 .494
1.000 .553
1.000 .486
1.000 .650
1.000 .594
1.000 .579
1.000 .552
1.000 .596
1.000 .615
1.000 .630
1.000 .703
1.000 .627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R14
R15

初始 萃取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3.22：因素成分萃取 

 

成份矩陣a

.7505.099E-02-.371

.7147.359E-03-.346

.702 .2435.402E-03

.7017.945E-04-.246

.6792.511E-02-.342

.669 .329 .243

.660 -.393-7.780E-02

.651 -.4485.857E-02

.642 -.376 .311

.618 -.274 .192

.613 .255 .214

.598 .488 .193

.582 -.429 .284

.515 .318 -.342

.410 .361 .544

R14
R13
R10
R5
R9
R12
R11
R15
R7
R4
R6
R2
R3
R1
R8

1 2 3
成份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萃取了 3 個成份。a.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3.23 

成份轉換矩陣

.649 .587 .484

.197 -.744 .638
-.735 .319 .599

成份
1
2
3

1 2 3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大題共有15個題項，最後萃取出三個因素。 

其三因素中的題項與原本國外量表的分類有些不一，或許是台灣較不同的情

況，與國外量表因素之比較如下： 

表3.21 

 台灣因素分析題項 國外因素分析題項 

因素一 5、9、10、13、14題 1、5、9、13、14題 

因素二 4、7、11、12、15題 3、4、7、11、15題 

因素三 1、2、3、6、8題 2、6、8、10、12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表可見，在第一部份，本國與國外不一的為第一題及第10題，表示在

第一因素創意選擇中參有第三因素非大眾化表現的成分，因此後面的針對台灣地

區的因素命名將會有所不同，此外像是第二部分則是第12題跟第3題有所不同，

在第三部份非大眾化選擇與國外差異性較大，有可能是國內外對非大眾化之定義

與尺度不同所致。 

 

 



三、因素名稱 

根據每個因素聚集的題號之共同意義，分別給予命名，形成獨特性需求之因

素構面，共分三項。 

（一）因素一：創意個性 

因素一包括第5、9、10、13、14題；其中多為買或是搜尋不常見之商品以

展現個人獨特品味，因此符合獨特性需求第一部份的心理，與國外因素不同之處

為第10題「我喜歡買一些我認識的人不太接受的東西來挑戰他們的流行品味」，

因此除了以創意選擇表現之獨特性需求，外加了一點叛逆個性的成分，故命名為

「創意個性」。 

表 3.31：因素一負荷量 
獨特性需求題目內容 因素負荷量 
我會買不常見的物品或品牌以創造較特殊的人格形象 0.701 
我常會注意可以增加我個人獨特性的新產品或新品牌 0.679 
我喜歡買一些我認識的人不太接受的東西來挑戰他們

的流行品味 
0.702 

我常常想我買或做的事情要如何表現一個較不平凡的

個人形象 
0.714 

我很積極的買特殊的商品或品牌發展我的人格獨特性 0.75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因素二：相對差異性 

因素二包括4、7、11、12、15題，其中多為避免使用與一般大眾相同的產

品，因此為獨特性需求中以避免相似性表現的部分，與國外因素不同的部分為第

12題「當我穿著不同時，我常常意識到他人覺得我是特異的，但我不在乎」，

因此，更強調與他人之相對差異性，因此命名為「相對差異性」。 

 
表 3.32：因素二負荷量 



獨特性需求題目內容 因素負荷量 
我避免使用已經被一般消費者接受的產品或品牌 0.618 
大家都買的產品對我沒有太大的價值 0.642 
我不喜歡每個人都可以買到的產品或品牌 0.660 
當我穿著不同時，我常常意識到他人覺得我是特異的，但

我不在乎 
0.669 

當我所買的時尚商品流行於一般大眾間，我不再穿它 0.6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因素三：顛覆不群 

因素三包括1、2、3、6、8題，為較具叛逆表現自我風格的手法，因此為獨

特性需求中以非大眾化表現的部分，較為叛逆、顛覆群體的看法，但是這部分與

國外因素非大眾化選擇有較大的差異，混雜了避免相似性，推論原因為台灣消費

者對於這方面的表現並非向國外那樣極度的特異，無法太標新立異時，僅是以不

追隨流行因此命名為「顛覆不群」。 

表 3.33：因素二負荷量 
獨特性需求題目內容 因素負荷量 
我蒐集不尋常的物品以告訴別人我與眾不同 0.515 
我敢於穿著與眾不同，甚至不被別人認同的服裝 0.582 
當我喜歡的產品或品牌變成極度流行的時候，我就對他們

沒興趣了 
0.598 

當我買東西或使用它們時，我不會按照常規 0.613 
如果有人暗示我在某些社交場合穿的不適當，我還是會繼

續照穿 
0.410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四節、集群分析 

本研究欲區隔獨特性需求的程度，及在各個因素變項上的表現是否有所不

同，此部份將分為：一、決定集群個數；二、解釋各集群在獨特性需求上之區別；

三、各族群人口統計變項之區別；四、各集群之描述與命名；五、各集群訪談整

理及特性說明。 



一、決定集群個數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種一般邏輯程序，它能根據相似性與相異

性，客觀地將相似者歸集在同一集群內，其目的在辨認某些特性上相似的事物，

並將這些事物按照這些特性化分成幾個集群，使在同一群內的事物具有高度的同

質性，而不同集群間的事物則有高度的異質性（黃俊英1985）。 

關於集群個數的決定，根據邱俊雄（1987）指出有兩個原則，（一）集群內

各組的人數至少二十人以上。（二）最大鑑別率為研究集群數。在兩群、三群與

四群中，以兩群的鑑別率為最高。但本研究發現若僅取兩群，組數內的人數差距

太大，而三群的鑑別率較高，因此，本研究將集群分為三群。 

下列為轉換後的集群中心點及集群人數： 

表4.1：集群中心 

疊代記錄a

2.108 1.988 1.965
9.726E-029.366E-025.264E-02
4.341E-025.433E-021.035E-02
2.342E-025.232E-024.024E-02
3.302E-024.335E-02.000
1.559E-023.030E-021.760E-02
1.189E-022.500E-021.397E-02

.0001.535E-021.745E-02
1.143E-021.792E-029.103E-03
7.596E-038.950E-03.000

疊代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集群中心點的變更

因為執行疊代的次數已達上限而停止疊代。 疊代無法
收斂。任何中心點已經變更的最大距離 為 5.680E-03。
目前的疊代為 10。 在初始中心點間的最小距離為 4.998
。

a.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12 

各集群中的觀察值個數

167.000
141.000
122.000

430.000

14.000

1
2
3

集群

有效的

遺漏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共分為三個集群，第一群為167人；第二群為141人；第三群為122人。 

二、各集群在獨特性需求上之區別的描述 

以因素來看，因為是轉軸後的數字，難以解釋其差異性，因此找出因素中的

題項再與三集群分別作交叉分析，方能找出其集群特性。 

 

表4.2：最後集群中心點 

最後集群中心點

-.85644.89239.14097

-.14377-.39701.65564

-.37701-.447401.03315

消費心理因子
一
消費心理因子
二
消費心理因子
三

1 2 3
集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 

 

以各集群因素上的平均數來做判斷，以說明各集群間的差異，下表為各集群

在三項因素的平均數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看出在第二及第三項因子比較部分

第一及第二集群未達顯著，其餘皆達顯著，可看出三集群差異所在，接著研究者

將描述各集群特性並對集群命名。 

 

 

 

 

 

 

 

 

 



表4.3：各集群平均數及單因子分析 

多重比較

Scheffe 法

1.7488303*.077.000.9371107.5605500
-.9974146*.080.000.1934832.8013459
1.7488303*.077.000.5605500.9371107
.7514158*.083.000.5478589.9549726
.9974146*.080.000.8013459.1934832
-.7514158*.083.000.9549726.5478589
.2532334.104.052.429E-03.5078959
-.7994160*.108.000.0646128.5342192
-.2532334.104.052.5078959.429E-03
1.0526494*.112.000.3279745.7773242
.7994160*.108.000.5342192.0646128
1.0526494*.112.000.7773242.3279745
38753E-02.087.721.1431990.2839740
1.4101574*.091.000.6325790.1877358
.0388E-02.087.721.2839740.1431990
1.4805449*.094.000.7114613.2496286
1.4101574*.091.000.1877358.6325790
1.4805449*.094.000.2496286.7114613

(J)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
三群
2
3
1
3
1
2
2
3
1
3
1
2
2
3
1
3
1
2

(I)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
群
1

2

3

1

2

3

1

2

3

依變數
消費心理因子
一

消費心理因子
二

消費心理因子
三

平均差異
(I-J)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95% 信賴區間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下表為各集群平均分數之折線圖，將可以更清楚看出集群間的差異。第一及

第二集群在第二及第三因素表現上差異不大，因此未達顯著。 

表4.41：因子一折線圖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群

321

消
費
心
理
因
子
一 

的
平
均
數

1.0

.5

0.0

-.5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42：因子二折線圖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群

321

消
費
心
理
因
子
二 

的
平
均
數

.8

.6

.4

.2

-.0

-.2

-.4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43：因子三折線圖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群

321

消
費
心
理
因
子
三 

的
平
均
數

1.5

1.0

.5

0.0

-.5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經過與各題項交叉分析後發現，第一個集群的獨特性需求分數偏低，第二個

集群的分數中等，而第三個集群的分數偏高；但在第1、5、9、13、14題，也就

是因素一：創意選擇的題項，其中第二集群分數較第三集群高，然而第一集群還

是偏低。由此可見，第一集群的獨特性需求偏低；第二集群獨特性需求偏高且表

現在創意選擇部分；第三集群獨特性需求偏高且表現在避免相似性及不服從性因

素變項上。 

以下將繼續做Scheffe事後比較，來證實三個族群在各因素高低之分。 

表4.51：因子一同質子分析 

消費心理因子一

Scheffe 法a,b

167 -.8564411
122 .1409735
141 .8923893

1.000 1.000 1.000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
群
1
3
2
顯著性

個數 1 2 3
alpha = .05 的子集

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140.998。a.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 不保證型 I 的誤
差水準。

b.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52：因子二同質子分析 

消費心理因子二

Scheffe 法a,b

141 -.3970074
167 -.1437741
122 .6556419

.065 1.000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
群
2
1
3
顯著性

個數 1 2
alpha = .05 的子集

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140.998。a.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 不
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b.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53：因子三同質子分析 

消費心理因子三

Scheffe 法a,b

141 -.4473981
167 -.3770106
122 1.0331468

.739 1.000

消費心理集群分析，三
群
2
1
3
顯著性

個數 1 2
alpha = .05 的子集

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140.998。a.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 不
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b.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述可見，在因子一中，三集群有顯著差別，而在第二及第三因子同質子

分析中，只剩兩個族群的差異，第一及二族群顯著性不足，合而唯一。可看出第

一集群獨特性需求分數偏低；第二集群在第一因子表現最高；第三集群則在第二

及第三因子表現分數較高，明顯高於一、二集群。 

三、各族群人口統計變項之區別 

（一）性別 

各族群在性別比例上都差不多，男女比約為1：1.7，因此在性別結構上差異

不大。 



表4.61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總和 
男性 61 51 45 157 
女性 106 90 77 273 
總和 167 141 122 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年齡 

第三集群多為2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但在50歲以上的部分卻也占了三分之

一，形成一個極端；而1跟2集群年齡分布都蠻平均的，差異不大，這部分將會

再訪談部分做說明。 

表4.62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總和 
20歲以下 123 110 103 336 
21到30歲 17 10 3 30 
31到40歲 7 5 3 15 
41到50歲 6 2 0 8 
50歲以上 14 14 13 41 
總和 167 141 122 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月可支配金額 

第3集群月可支配金額低的人較多，第一、二集群分布差不多，但整體而言，

第二集群月可支配金額較高些。 

 

表4.63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總和 
1萬以下 68 39 36 143 
1-2萬 32 41 37 110 
2-3萬 27 14 21 62 
3-4萬 15 18 6 39 
4-5萬 9 9 3 21 
5萬以上 13 13 7 33 



總和 164 134 110 408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小結：整體而言，各集群人口統計變項差異不大，可能是此獨特性需求為普

遍存在個人心中的需求，有的人高有的人低，但每個人表現方式有所不同，消費

能力不高的人也有其表現獨特需求的方式，因此，將在訪談部分再詳細描述。 

四、各集群之描述與命名 

（一）集群一：命名為『自主從眾族』 

此集群人數最多，共162人，占38.83%；在三個因素構面「創意個性」、「相

對差異性」、「顛覆不群」平均分數都為2左右（1到5分），獨特性需求較低，較

不會想要與眾不同，但還是會在某些小小的部分表現自我，因此命名為『自主從

眾族』。 

（二）集群二：命名為『創意表現族』 

此群人數為141人，占32%；在「相對差異性」、「顛覆不群」平均分數都為

3.34左右（1到5分），然而在「創意個性」部分平均分數達到3.89，接近4，因此，

這群人的獨特性需求多以創意選擇表現，故命名為『創意表現族』。 

（三）集群三：命名為『搞怪避同族』 

此群人數較少，為122人，占28%；其在三個因素的表現都偏高，平均約為

3.68，而在「相對差異性」、「顛覆不群」方面更高，平均為3.83及3.79，在「創

意個性」方面平均低於第二集群，為3.56，因此，可見此集群之獨特性需求多以

避免與人相同或甚至找尋較怪異不被社會習俗接受的表現手法來展現其個人的

與眾不同，因此命名為『搞怪避同族』。 



五、各集群訪談整理及特性說明 

（一）自主從眾族 

此族群為中間族群，在一定的社會規範下生活，傾向聽取他人意見，不敢嘗

試太新鮮的事物，很少會衝動性購買，絕非創新者，通常為跟隨者；會注重流行

資訊，以讓自己活在大眾之中，月可支配金額較低者，不追求獨特是因為價格因

素，月可支配金額較高者，則是以舒適實用、好看作為選擇服飾的標準，而所謂

好看是在他人眼光規範下的好看，注重同儕團體的看法，不避諱與朋友穿一樣的

衣服或用一樣的東西。 

但這群人也是有隱性的獨特性需求，在訪談中發現，有些悶騷型的人，雖然

平常很從眾，但是對一、兩樣自己珍藏的東西，或是收藏品就會特別肯砸錢去找

尋特殊的款式，且通常是小東西，或是非外顯性的收藏品；而在服飾穿著方面，

雖然不敢太誇張，卻可能在小小的袖子或釦子設計上追求不同，若是在大同小異

的款式上有一點小小的設計感，也是會吸引這個族群去購買的。 

訪談整理如下： 

檔案一 

女性 台北人 45歲 

平時多去百貨公司購物，買衣服都買固定那幾家，因為跟小姐都很熟了，覺

得不錯就會買，不用特異去找別家，自豪平時穿著同事覺得都蠻好看的；覺得流

行是年輕的象徵，偶而會注重流行資訊，但大部分時間都跟婆婆媽媽聊天，得到

的資訊不一定夠新；收藏為各式卡片，因為每張都代表不一樣的價值，可以回憶

往事。 

檔案三 

女性 宜蘭人 24歲 



屬於悶騷型的人，對服裝品味不一，自己看了覺得好看就會買，逛街大致都

逛少女專櫃的那幾家，但對飾品情有獨鍾，喜歡設計特別的戒指，若有可能，希

望定做，獨特的戒指價格高一點也願意購買。不太會自己開發新東西，多半是聽

口碑，所以除了自己喜歡的是品之外，對其他東西獨特性需求都不高。 

（二）創意表現族       

這群人通常很有想法，會用溫和的分是表現與眾不同的自我，會注意流行資

訊，也會注重朋友用的東西，但是不符合自我風格就不會去使用，自己會去開發

一些特殊的商店或餐廳，可能會做點小東西；不會刻意去當創新者，但是找到自

己的品味就會堅持下去，品牌忠誠度還不算低，有時候在同儕間會無異塑造初一

種流行或風格。 

有許多這個族群的樣本表示喜歡簡約的風格，部會太誇張或花俏的表現自

己，但會注重質感與設計感，喜歡有設計感的店，有質感的家飾品，對服飾質感

的注重更是不在話下；認為名牌有時候也代表一種獨特，因為比較不容易撞衫；

但也會在跳蚤市場挖寶，因為可以找到獨一無二的東西；討厭盜版級仿冒品，有

被仿冒的東西就不會想買了。若自己的style被模仿，會想要轉變，但並非大幅度

的轉變，而是一點一點的改變，以求一點一點的與眾不同，在生活中注入一些小

小的創意，無論是穿衣或是吃飯都會尋求一點點的不一樣。 

訪談整理如下： 

檔案二 

男性 台北人 27歲 

喜歡出國買衣服，喜歡Banana Republic，因為台灣沒有引進，認為國外的

衣服較不會撞衫，且品質較好，而在台灣買就要買名牌，因為名牌較能找到設計

特別的東西，但若名牌被仿冒的太氾濫，就不會去購買，且買名牌會希望他有小

logo在衣服上，以驗明正身，若數量進得少，會更想要購買，但是還是以好看跟

自己喜歡為前提。喜歡收藏玩具，是個人回憶的象徵，認為最能表現自己的是玩



具收藏，但不會刻意去搶限量款，除非有管道可以買到，當然還是要看東西跟價

格。不會當創新者，也不會模仿同儕穿著打扮，只創造自己穿衣的風格，希望穿

著不跟別人相似，但不會做怪異打扮，還是要在別人覺得好看的情況下，但在國

外就敢作大膽的打扮，因為渡假的心情不一樣，而在台灣就不敢，平時喜歡給人

陽光男孩的形象，由此可見不服從性得分較低，而創意選擇性得分較高的原因。 

檔案四 

女性 台北人 26歲 

購買衣服的品牌眾多，多為中等名牌，像是Mango、DKNY、Polo、Guess、

Kookai之類的，也會去買沒牌子的衣服，是因為真的很好看，不過要有時間去挖

寶才會去，曾經在跳蚤市場買過很好看的皮夾跟希臘飾品，覺得感覺年輕自信的

Guess最能展現自己的風格，如果覺得不落俗套的東西就算很多人有還是會去

買，會去注意朋友用的品牌，但如果不符合個人風格就不會去買，喜歡收集設計

類的雜誌、名信片、跟有回憶意義的信，喜歡的風格是溫暖又時尚的設計，不喜

歡太過極簡或追隨別人風格的東西，覺得要有自己的想法，具有設計感的限量商

品會願意花4倍以上的價錢購買，會自己做小東西，喜歡畫畫，如果覺得別人穿

的好看會模仿別人，但是自己被別人模仿就會討厭，以前會弄怪打扮，多短的裙

子都敢穿，但是現在自己覺得老了，穿著比較收斂一點。喜歡的東西怕買不到會

問遍全省分店調貨，尤其聽說進的很少就一定要搶到。對食物有特殊的堅持，喜

歡到處找好吃的，覺得吃的特別也是一種獨特的象徵，覺得吃也能讓自己與眾不

同。 

檔案六 

男性 桃園人 24歲 

買衣服一定買名牌，品牌忠誠度高，大部分買特定的品牌，覺得名牌也代表

了一種獨特，買衣服的原則是：品牌>樣式>價錢。買衣服最討厭跟別人一樣，

除非是不常見的好朋友，如果撞衫的話會想把衣服燒掉，平時打扮都會在可接受

的範圍內，不會刻意搞怪，不太會嘗試創新，新產品要聽別人口碑試用，但是會



在同儕中創造穿著style上的流行，當朋友都模仿自己穿著時就會在改變形象，而

改變是一點一點的，像是手機換殼一樣，大體上的個人風格不會變。 

（三）搞怪避同族 

      這群人很多是設計系學生或是對設計及時尚有高度興趣及敏感度的

族群，通常非常在意外表，但完全不在意別人的看法，其所謂的好看是獨特及自

己覺得好看就是好看，非常自我中心，平日穿著會讓路人忍不住多看兩眼是值得

驕傲的事；會去小小的精品店挖寶，不一定要穿名牌，但一定不可以是仿冒的，

或是很常見的，與別人撞衫的話會想要立刻把那漸衣服丟掉。 

對於事物很勇於嘗試，會花時間去開發新特殊的店或是特別的新產品，然而

每個人勇於嘗試的方面不盡相同，有人表示對科技產品興趣甚高，有的人則是對

食物或飲料，甚至有的人是音樂。通常都有特殊的收藏物，喜歡收藏或閱讀具設

計感的書籍，其它像是玩具、設計精美的購物袋等也都在收藏之列。 

訪談整理如下： 

檔案七 

女性 台中人 19歲 設計系學生 

平時多去百貨公司買東西，也會去夜市的哈日店挖寶，喜歡的牌子是sisley

跟levi’s，覺得流行只是一種提供別人穿衣服的方向的東西，會注重流行資訊，

但是不會一定要跟流行，平日穿著很低調，但偶而會在低調上搞怪一下，譬如紅

色老鷹皮帶，喜歡低調上有小小設計的東西，像sisley就會在衣領袖口有小小的

設計，所以喜歡，品牌忠誠度還頗高，覺得名牌其實就是一種獨特。對於限量的

商品，如果款式喜歡的話會花大錢去買，甚至會存錢買衣服。除了衣服外，吃喝

或是科技產品都蠻勇於嘗試的，算是創新者一枚，平時甚至會騎著車去尋找特殊

的店，喜歡蒐藏特殊的購物袋，極簡跟華麗的設計都有嘗試過，對於聯合設計的

東西就很想收藏。 

檔案八 



男性 屏東人 18歲 在桃園唸書 

高一開始便注重時尚，喜歡極簡的風格，不覺得穿名牌是一種獨特，但是因

為不喜歡撞衫，所以穿名牌，但不會穿的太招搖，喜歡在同一中求一點不一樣的

變化，多穿黑色白色的衣服，但會在很像的顏色中找不同的小小變化跟設計感，

忠誠的品牌是DKNY跟CK，平時都會從時尚雜誌及節目中得知服飾的訊息，非

常注意流行趨勢，對時尚資訊及品牌如數家珍，但不會完全追隨流行，會在其中

找符合自己style的東西，會買的服飾都很像，但是有些小小的變化，自己覺得穿

著打扮比同年齡的人成熟，朋友多是休閒風或是哈日風，不喜歡日本貨，喜歡歐

美原創的品牌，太流行或仿太多的東西絕對不用，意外買了LV的皮夾是第一個

買的皮夾，後來才發現仿的很多，之前喜歡穿Calvin Klien跟CK jeans中間的一

個品牌叫CK，比較少人知道，但是後來他就沒出了，為此惋惜不已。覺得衣服、

配件、香水最能表現自己，喜歡各種香水，還會把香水跟衣服搭配，每瓶香水都

有不同的意義。連出入的場所都很注重他的設計風格，一樣喜歡極簡風，像是飯

店喜歡祝台北商旅跟國聯，音樂喜歡聽lounge，喜歡去一些有設計感的店，對設

計很有興趣，無怪乎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跟style囉！ 

檔案九 

女性 台北人 18歲 美術系學生 

頂著一顆爆爆頭是最自豪的與眾不同之處，家住天母，多在家附近的小店買

衣服，買衣服不一定要名牌，但絕不能是仿的，會注意流行資訊，但還是覺得相

信自己眼光比較實在，覺得朋友穿著都比較日本風，不會想要跟別人穿一樣，會

自己做像是戒指之類的小東西，喜歡自己搭配，也會去二手店挖寶。去熟識的店

家買衣服還會問進幾件，太多就會考慮一下，覺得撞衫超糗，有想馬上脫掉或丟

掉的感覺，若喜歡的東西數量少但價格較高的話還是會願意買，且會存錢買，喜

歡收集玩具跟設計方面的書，也喜歡嘗試新東西，平時打扮據同學說路人都會多

看兩眼，但自己不覺得，且引以為自豪。 

由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雖然獨特性需求表現的方式不一，但這似乎是普遍

存在現代人心中的渴望，就算是保守趨同族也是有小小表現其與眾不同的地方，



而自古以來「物以稀為貴」，因此，在行銷上，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訴求，只要在

合理接受範圍內，消費者會願意花多一點點的錢追求其設計感、質感，或是或多

或少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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